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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构建可用、可靠、安全、低成本的内部能源计量管理体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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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LETRUE  PROFILE
力创简介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计量与智慧管理专家、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热计量与电测控技术研究领军企业、

电测行业开创性企业之一。

力创成立于 2001 年 8 月，分别在北京、济南、莱芜建有三大核心研发基地，掌控核心科技，引领技术前沿。10 余载兢

兢业业，精益求精，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专注于能源计量与智慧管理等相关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集成电路、热计量、

流量计、电测控、智能电工五大系列产品。产品销售覆盖国内所有省区，并转销欧洲、新加坡、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实力雄厚，技术尖端，拥有 10 个国家、省级科研平台，掌控 220 余项自主知识产权，荣承 60 余项国家及省级项目，

斩获 28 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享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布图专利 300 余项。3 款产品取得欧盟 CE 认证，超声

波热量表获得欧盟 MID B+D 认证，顺利通过 QEO（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 三体系审核、测量管理体系四体系审核。

自成立以来，公司积极构建智慧能源系统，优化能源需求侧管理，推进能源与信息等领域新技术深度融合。建成遍布全

国乃至欧洲、东南亚的营销网络，同时建构云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产品广受追捧，享

誉大江南北。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鸟巢、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国家会议中心、动车机车、某导弹地勤等国家重大工程

项目中。

2007 年，力创投资 5000 余万元，进军微电子领域——集成芯片研发。设有省级专用芯片工程实验室，掌控核“芯”科

技。其中超声波测量芯片，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替代进口，降低制造成本，显著提升民族企业竞争力，凸显了自主创新支撑

民族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力创，把握时代脉搏，从产品经营升级为智慧管理，布局“e 力创战略计划”，领跑“互联网 ”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紧握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机遇，以“能源计量和智慧管理”为战略主线，践行“追求全体员工和合作伙伴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

促进行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为实现“成为一家卓越的最具成长力的高科技企业”的愿景而努力奋进。 

智慧力创
心怀计量大梦想

力创
立足计量行业
着眼节能控制与能效智慧管理
在能源利用领域
矢志于发展每一步
让计量更准确
使节能更智慧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电子工程贰级资质 ● 信息系统集成三级资质 ● 软件认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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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发中心

济南研发中心

莱芜研发中心

三大研发中心

3

四大技术中心

4
TECHNOLOGY RESEARCH
技术研发

力创被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山东省内唯一一家仪器仪表专用芯片工程实验室。

这是力创围绕仪器仪表行业发展需求和自身多年研发经验设立的省内高端研发创新平台，凸显

了力创在仪器仪表专用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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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1 号车间

DN100-DN1000 流量检定装置

SMT 生产线 SMT 生产线 2 号车间

MODERN MANUFACTURING
现代化制造

公司 5 万平米现代化制造车间，采用了防静电自流坪、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等一系列的节能新技术，
实现了无尘、恒温、恒湿、防静电的优质工作环境，遵循了生产设备自动化、工序流程信息化、运行
成本节能化的原则，现已构建起“全信息”制造体系。

产品测试中心

自动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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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着丰富的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开发经验，并且有

着过硬的软硬件开发团队。力创科技于 2007 年开发的大型公共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历经 10 年的更新迭代，现广泛应用于全国的各种公共建筑、学校、医院等重点项

目中。但随着建筑智能化与节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来单一的能源管理系统存

在形式，越来越不适合发展与管理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各个系统的数据无法共享，

表计重复安装的现象严重。因此，亟需一套从建筑的供配环节综合考虑的能源管

理系统，服务于建筑的各级管理者，以使系统的总投资成本降低，增强系统的可

用性。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建筑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包含建筑电力

监控系统、建筑能源综合管理系统（分项计量系统）、抄表系统（预付费管理系统，

适合于商业建筑和城市综合体）、精细化用电管理系统（本册不做介绍，将用专

门的册子进行介绍）等 4 部分。从能源的供、配到末端使用环节，进行全方位、

24 小时的监控。为建筑的所有者、物业管理者、建筑的使用者提供各自需要的对

建筑能源进行管理的接口。

不同于传统的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本方案各个子系统之间数据可以自由

共享，电力监控系统、抄表系统为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提供数据基础，建筑能源管

理系统利用这 2 个子系统的数据开展能源管理与分析。同时，各个子系统还可以

对建筑中的其他平台系统开放 API 接口，以便其他系统对能源数据的调用。增加

数据的复用性，减少设备的投资；各子系统之间关联性低，每个子系统可单独运行，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子系统。本解决方案是对建筑进行能源管理的最佳选择。

前言
PREFACE

公共建筑能源自动计量及分析系统解决方案

建筑电力监控系统
建筑能源综合管理系统
（分项计量系统）

抄表系统（预付费管理
系统，适合于商业建筑

和城市综合体）
精细化用电管理系统

对高低压配电房的一

次接线回路进行实时

监控，故障记录与预

防报警

提供能源分析工具，

提供节能诊断及节能

评估，提供节能决策

对用户水电能耗远程

抄 表， 自 动 收 费， 方

便物业对建筑用户的

管理

为建筑用户提供能源

节能控制的手段和接

口，方便用户掌控自

己的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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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公共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是一个包含各种计量表计、集抄设备、网络接入设备、网络、软件平台的综合性系统，为公

共建筑的能源管理提供现代化、自动化、精准化的管理工具，为公共建筑的节能工作提供分析依据。是智能建筑、

绿色建筑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系统功能

>> 电力监控

l  对高低压配电室各进线回路进行全参数实时监控，包括电能质量分析、基本电参数及遥信状态。

l   对高低压配电室各出线回路进行实时参数监控 , 包括电流、电压、零序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能等参数；

各回路遥信状态。

l 对现场三箱进线进行电流、电压、零序、电能等参数监控；及遥信状态量。

l 对变压器进行温度实时监控，自动控制变压器温控器。

l 对高低压配电室的环境参数进行监控，包括温湿度、水浸、门禁、烟感等。

l 对主要参数进行实时报警状态监控。一旦有报警值，立即产生报警信息。

>> 抄表 / 预付费系统

l 定时、实时抄收用户的水耗、电耗、热量等能源数据。

l 收费管理、异常用能报警、欠费报警等。

l 如果实行预付费管理，则支持欠费停电、停水等功能。

l 缴费信息、用能信息发布，包含 WEB，手机 APP 等终端。

l 用户信息管理

>> 建筑能源分项计量系统

l 电能质量分析：提供对供电质量进行分析功能。

l 分类能耗分析功能：对建筑的水、电、热、气等能耗进行分类采集和分析。

l 分项能耗分析：对建筑的插座照明、动力、空调、特殊用电等进行分项分析。

l 对比分析：不同楼宇、不同设备、计量点之间的对比分析功能

l 平衡分析：楼宇的电能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平衡对比。

l 环比、同比分析：同一设备、同一计量点之间不同时段的对比分析。

l 定额管理：对设备、部门设定能耗定额指标。超过指标进行报警。

l 控制输出：系统提供对空调、照明及主要用电设备的控制管理。

l 计算功能：系统对不同计量点数据进行算术运算，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如部门统计分析、楼层统计分析等。

l 报表输出：支持多种报表的输出功能。

l    开放接口：支持开放式 API 接口，其他系统可根据接口协议，上传数据至本平台，也可以通过共享接口读取本

系统中的电能数据。支持住建部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数据上传导则。

l 多终端支持：支持 PC、PAD、手机 APP 等终端显示。

  系统特点

l 监控设备全：覆盖供、配、用各个环节。全方位、实时对能源消耗进行监控

l    功能强大：提供多达 10 余种分析工具，全方位 360 度透视用能现象。为建筑的各级管理者提供透视能源分析

管理的工具。

l  设计先进：系统分为 3 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有共享数据接口，子系统之间互不影响，可独立运行

l 开放性：系统具有开放的数据接口，可以同其他系统共享数据。支持住建部公建能耗导则。

l    多终端支持：支持 WEB、手机 APP、PAD 等终端设备使用系统的功能。随时随地掌握能源消耗，分析能源

使用情况。

l 规范性：参照国家现行主要标准设计开发。符合智能建筑、绿色建筑的相关标准。

  遵循标准

l GB/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l GB/T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l 《国家机关和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计量设计标准》

l 《国家机关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导则》

l DL/T698.1-2009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l GB-T6422-2009 《企业能耗计量与测试导则 》

l DLT 283.1-2012 《电力监控系统及接口》

l GB/T13730-92  《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l DL/T698.1-2009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l GB 50054-2011  《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

l 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表通信规约》

  系统组成

系统示意图

能源管理

应用层

监控层

网络通讯层

现场设备层

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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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l 基本参数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无功、频率等

l 电能管理：四象限电能、14 个时段、4 种费率电能

l 电能质量分析：2~51 次谐波含有量、畸变率测量分析；电流、电压不平衡度测量；相位角测量

l “四遥”功能：借助扩展模块，可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功能

l 需量管理：有功、无功、视在功率需量管理

l 最值记录：主要参数的最大、最小值记录

l 报警功能：可设置主要参数的越限报警功能，并关联继电器输出功能

l 事件记录：可记录 10 次电力事件的发生。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量程 AC100V、250V、400V 等可预定选择（测量范围为满量程的 80%~120%），默认 250V。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压 3 倍量程不损坏

精度 RMS 测量（电压精度 :0.2 级）

阻抗 电压通道≥ 100kΩ/V

电
流

量程
AC1A、5A 等可预定选择。
默认量程 5A，最大电流 6A，标称电流 1.5A。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流 5 倍

精度 RMS 测量（电流精度 :0.2 级）

阻抗 电流通道≤ 10MΩ

频率 三相交流 50/60Hz 电压、电流；输入频率：40 ～ 70Hz

功率 有功、无功精度 :1 级；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精度 :0.5 级；

电能
有功 1 级

无功 2 级

  概述

EX8610 是一款多功能智能网络电力仪表，具有设备监测、电

能管理、电能质量分析、“四遥”等主要功能。

其具有灵活的功能扩展接口，可扩展无线通讯、协议转换、I/O

接口等。可灵活应用于各种监控系统中。

  应用

l 盘柜安装

l 电力监控系统

l 电力 SCADA 系统

l 能耗监测系统

l 工业自动化、DCS 系统

l  高、低压配电室、二级配电柜（进线）、现场三箱（进线）

LTAK18，8 路开关量输入模块 LTAK02，2 路继电器输出模块 LTAA16，6 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性能 参数

电源 供电电源 AC85V ～ 264V（50/60Hz）

EMC

群脉冲测试 ±4kV

雷击浪涌测试 ±4kV

静电测试 ±15kV

电压跌落 3 类

输
出
可
编
程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15kVESD 保护

通讯规约 标准 MODBUS-RTU 通讯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10 位，1 位起始位 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1；或 11 位，为奇、偶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BPS1200、2400、4800、9600、19.2k，可设置

显示 LCD 段码显示

环
境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25 ～ 60℃

存储环境 存储温度：-40 ～ 80℃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95% 不结露

安
全

耐压
输入和电源 >4kV 输入和输出 >4kV
输出和电源 >4kV 输出和输出 >4kV

绝缘 输出、输入和电源对外壳 >5MΩ

  特点

l 多功能、高精度、应用领域广泛

l 电力 SCADA 系统的理想选择

l 远程电力控制、超小型设计、安装方便快捷

l 大屏幕液晶显示、中文界面、直观、易于使用

l EMC 指标高、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l 具有功能扩展接口，可扩展多种功能。

安装示意 仪表主接线

  2）典型接线 1）外形尺寸（mm）

尺寸图
 EX8610

 扩展式仪表

  外形与接线

  选型表

名称 型号 量程 说明

一、主要器件选型表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610 250V/5A 应用于低压监控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610 100V/5A 应用于中高压监控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610 定制量程 请说明定制量程范围

二、选配件

名称 型号 备注 说明

8 路开关量输入模块 LTAKI8-1 有源输入

8 路开关量输入模块 LTAKI8-2 无源输入

6 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LTAAI6 支持 0~20mA, 和 0~10V

2 路继电器输出模块 LTAKO2

 注：最多只能同时选 2 个选配件，I/O 路数不超过 10 路

计量表计 EX8610 多功能电力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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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EX8-33-V 三相综合电力监控仪采用高速微处理器和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设计而成。适用于各种场合下的三相电力参数测量。

  应用

l 变配电自动化

l 智能型开关盘柜

l 智能建筑电力设备监控

l 能源管理系统

l 低压配电室出线监控，楼层配电柜 / 箱（进线），现场三箱（进线）

  特点

l 应用领域广泛

l 多功能、高精度

l 电力 SCADA 系统的理想选择

l 支持四遥功能

l 超小型设计、安装方便快捷

l 显示直观、易学易用

l 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功能

l   基本参数测量：包括相电压、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

l 支持双电能累计，即能够测量常规电能与节能电能

l 电力质量分析：电压，电流不平衡度

l “四遥”功能：可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功能

性能  参数

电源 供电电源 AC 85V ～ 264V（50/60Hz）

输
出
可
编
程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15KV ESD 保护

通讯规约 标准 MODBUS-RTU 通讯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10 位，1 位起始位 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1；或 11 位，为奇、偶
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BPS1200、2400、4800、9600、19.2k，可设置

显示 LCD 段码显示

环
境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20 ～ 60℃

存储环境 存储温度：-30 ～ 80℃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95% 不结露

安
全

耐压
输入和电源 >2kV 输入和输出 >2kV
输出和电源 >2kV 输出和输出 >2kV

绝缘 输出、输入和电源对外壳 >5MΩ

  产品的外观及尺寸

  选型表

名称 型号 量程 说明

一、主要器件选型表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33-V 250V/5A 应用于低压监控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33-V 100V/5A 应用于中高压监控

多功能电力监控仪 EX8-33-V 定制量程 请说明定制量程范围

外观尺寸 典型接线

正视图 俯视图 负载侧

EX8-33-V

EX8-33-V 多功能综合电力监控仪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量程 AC100V、250V、400V 等可选择（测量精度范围为满量程的 80%~120%）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压 3 倍量程不损坏

精度 RMS 测量 （电压精度 :0.2 级）

阻抗 电压通道≥ 100kΩ/V

  
电

流

量程 AC1A、5A 等可选择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流 5 倍

精度 RMS 测量 （电流精度 :0.2 级）

阻抗 电流通道≤ 10MΩ

频率 三相交流 50/60Hz 电压、电流；输入频率：45 ～ 75Hz

功率 有功、无功精度 : 0.5 级；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精度 : 0.5 级；

电能 有功 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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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l 基本参数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无功、频率等

l 可选择历史数据存储。使数据连续完整不丢失。

l 采用 LCD 显示，可显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总有功功率、总功率因数及总有功电能

l 具有电能脉冲输出功能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测量范围 0.7Un ～ 1.2Un

精度 RMS 精度 :0.2 级

电
流

量程 5A、60A 或 20mA

精度 RMS 测量 （电流精度 :0.2 级）

频率 三相交流 50/60Hz 电压、电流；输入频率：45 ～ 75Hz

功率 有功精度 : 0.5 级；无功精度：1 级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精度 : 0.5 级；

  概述

LCDG-DTSD106-1000 三相电子式电能表采用 LCD 显

示，可显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总有功功率、总功率因数

及总有功电能，并具有电能脉冲输出功能；可用 RS485 通

讯接口与上位机实现数据交换，极大的方便用电自动化管理。

LCDG-DTSD106 三相智能导轨电表 性能 参数

电
源

供电电源 取自相电压，105 ～ 264Vac（50/60Hz）, 无需外供电

功耗 <2W

输
出
可
编
程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15kV ESD 保护

通讯规约 标准 MODBUS-RTU 通讯规约、电力 DL/T645-97 规约或电力 DL/T645-07 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10 位，1 位起始位 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1；或 11 位，为奇、偶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BPS1200、2400、4800、9600、19.2K ，可设置

显示 LCD 段码显示

外形尺寸 安装示意图

三相四线直接接入 三相四线经 CT 接入

注：实际接线时请以表侧接线图为准。

  尺寸与安装  应用

l 配电箱安装

l 能耗监测系统

l 用电管理

l 单独计量箱安装或现有柜内、箱内安装

l 高低压配电室、楼层配电柜 / 箱 现场三箱 进出线回路计量

  特点

l 应用领域广泛

l 多功能、高精度

l 超小型设计、安装方便快捷

l 显示直观、易学易用

l 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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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参数

电源 供电电源 220V±20%（50Hz）

输
出
可
编
程

RS485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15KVESD 保护

通讯规约 标准 MODBUS-RTU 通讯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奇、偶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BPS1200、2400、4800、9600、19.2k，可设置

显示 LCD 段码显示

  尺寸与安装

  典型接线

端子序号 标示 含义 端子序号 标示 含义

1 EO 脉冲输出正端 2 EOC 脉冲输出负端

3 A+ 485 通讯正端 4 B- 485 通讯负端

L、N 电源输入侧 L ＇ 单火线电源输出侧

  功能

l 基本参数测量：单相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有功电量等

l  采用 6 位宽温型 LCD 显示，可显示单相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有功电量

l 通讯方式有 RS485 通讯及红外通讯

  概述

该电表能测量并显示单相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有功电量。体积小巧，安装方便。

  应用

l 配电柜 / 箱内安装

l 能耗监测系统

l 用电管理

l 楼层配电箱 / 柜、现场三箱出线监控

  特点

l 应用领域广泛

l 多功能、高精度

l 超小型设计、安装方便快捷

l 显示直观、易学易用

l 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l 掉电保存电能累计值

LCDG-DDSD114 单相智能导轨电表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测量范围 100V ～ 265V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压 3 倍量程不损坏

精度 RMS 测量（电压精度 :0.5 级）

电
流

测量范围 0 ～ 60A

过负荷 1.2 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 (<10 周波 ) 电流 5 倍

精度 RMS 测量（电流精度 :0.5 级）

频率 单相交流 50/60Hz 电压、电流；输入频率：45 ～ 75Hz

功率 有功：0.5 无功精度 :1.0 级；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精度 :0.5 级；

电能 有功 1 级无功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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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智能预付费电能表

  功能

l 一卡一表，专卡专用，失卡不失电，补卡再用。

l 电卡能双向传递数据，能自动断电告警用户购电。

l 剩余电量为零自动拉闸断电，并具有一定的防窃电软件设计等。

l 显示报警、拉闸报警、超容报警、故障申报

l 远程阀控

  主要技术参数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测量范围 176V ～ 264V

额定电压 400V

精度 RMS 测量 （电压精度 :0.5％）

电
流

测量范围 0 ～ 60A

额定电流 60A

精度 RMS 测量 （电流精度 :0.2％）

功率 有功精度 : 1 级；无功精度：1 级

  概述

LCDG-DTSY215 三相电子式导轨预付费电能表采

用微电子技术计量电能， 符合 GB/T17215.321-

2008 和 GB/T18460.3- 2001 标准的电表，采用全

屏蔽，全密封结构， 用先进的单片机处理系统进行

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保存，具有良好的抗电磁干扰，

低自耗节 电功能。

  应用

l 酒店预付费用电管理

l 园区预付费用电管理

l 学校宿舍用电管理

l 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预付费管理

  特点

l 具有良好的抗电磁干扰

l 低自耗节电

l 高精度不需校表

l 防窃电，高过载

l 长寿命、体积小、外形美观、安装方便

性能 参数

电
源

供电电源 取自相电压，176 ～ 264VAC（50/60Hz）, 无需外供电

功耗 <3W

输
出
可
编
程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光隔离）

通讯规约 MODBUS-RTU 通讯协议，DL/T645-2007 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10 位，1 位起始位 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1；为奇、偶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波特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 ，可设置

显示 液晶显示

  产品外形尺寸与接线图

外形尺寸与安装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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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尺寸 安装示意图

单相智能预付费电能表

  功能

l 显示剩余电量、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波特率、校验方式、继电器状态

l 电能管理：冻结功能，历史数据存储。

l 预付费功能：内置磁保持继电器，欠费或过流时可切断线路供电

l 远程控制功能：系统可发送远程控制指令，通断电路。

l 用 IC 卡或远程通讯的方式进行电费充值，欠费自动跳闸，充值后恢复供电，低电量提醒

l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过流保护门限值可设定，过流跳闸，按键或通讯设置恢复供电

l 具有运行状态指示灯，指示当前运行状态

l  采用 RS485 通讯接口，支持 Modbus-RTU、DL/T645-2007 通讯协议，方便实现远程抄表、充值、监测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输
入
测
量
显
示

电
压

测量范围 176V ～ 264V

额定电压 220V

精度 RMS 测量 （电压精度 :0.5％）

电
流

测量范围 0 ～ 65A

额定电流 60A

精度 RMS 测量 （电流精度 :0.2％）

功率 有功精度 : 1 级；无功精度：1 级

  概述

LCDG-DDSY115 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具有电压、电流、

功率、功率因数、频率测量，及电能计量功能。同时具有远程控制、

预付费控制、插卡充值、在线充值的功能。广泛应用于各种预

付费管理的场合。

  应用

l 酒店预付费用电管理

l 园区预付费用电管理

l 学校、企业宿舍用电管理

l 商户用电管理

  特点

l 体积小、安装方便

l 极高的精度和良好的 EMC 性能

l 符合国标 GB/T17215 中电子式电能表的相关技术要求

性能 参数

电
源

供电电源 取自相电压，176 ～ 264VAC（50/60Hz）, 无需外供电

功耗 <3W

输
出
可
编
程

通
讯

输出接口 RS-485 接口，二线制，（光隔离）

通讯规约 MODBUS-RTU 通讯协议，DL/T645-2007 规约

数据格式 可设置；10 位，1 位起始位 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1；为奇、偶或无校验可软件设置；

通讯速率 波特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 ，可设置

显示 液晶显示

  外形尺寸与安装方式

外形尺寸：单位（mm）

  典型接线

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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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远传阀控水表

  概述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电直读阀控水表采用了光电直读

技术读取字轮数据，与传统脉冲表相比，它可将读数误差降低至零，

是自动抄表系统中机电转换零误差的电子远传水表，且采用低功耗设

计，平常无须供电，仅在抄表或阀门时才需要对它供电。

  应用

l 酒店预付费用水管理

l 园区预付费用水管理

l 学校宿舍用水管理

l 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预付费管理控制

性能 参数

与上位机通讯方式 M-bus 现场总线

通讯传输速率 2400 baud

通信规约 DL/T645-2007、CJ/T 188 和内部协议（或用户指定规约）

通讯传输最大距离 300m；（通信线规格 AVVR2×0.75）

单表阀门开 / 关时间 8S

>> 流量参数及误差
单位：m3/h

型号 公称口径 准确度 过载流量 Q4 常用流量 Q3 分界流量 Q2 最小流量 Q1

LCSD-15FK 15 2 级 3.125 2.5 0.05 0.03

LCSD-20FK 20 2 级 5 4 0.08 0.05

LCSD-25FK 25 2 级 7.875 6.3 0.128 0.08

     说明：Q1 ≤ Q ＜ Q2：误差为 ±5%；Q2 ≤ Q ≤ Q4：误差为 ±2%

  外观尺寸与安装

公称口径 长 L1 宽 B 高 H
连接螺纹

重量（kg） 连接线（m）
d D

DN15 165 85 116 R1/2 G3/4 约 1.4 0.8

DN20 195 85 116 R3/4 G1 约 1.7 0.8

DN25 225 86 118 R1 G1 1/2 约 2.5 0.8

     说明：以上重量以铜壳计算

  特点

l 直接读取字轮数据，与传统的脉冲表相比，它可将读数误差降低至零；

l 采用低功耗设计，只有读数和阀门开关时才需供电；

l 采用先进的数据编码及校验技术，通讯可靠性高；

l 采用旋翼式计量结构，计量精度高、抄表方便、外型美观；

l 符合《电子远传水表》（CJ/T 224-2012）标准；

l 流量性能符合 GB/T 778.1 ～ 3-2007 标准，准确度等级：2 级；

l 兼容多种通信规约；DL/T645、CJ/T188 和内部协议；

l 满足 EMC、ESD、EMI 等电子产品电磁兼容方面的设计要求，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l 与上位机系统相结合，建立远程自动抄表管理系统，真正实现抄表、监控自动化。

  产品指标

>>  通用性能

性能 参数

工作电压 DC 36V

工作电流
抄表工作电流≤ 9.0mA；静态工作电流≤ 1.3 mA
阀门开 / 关总线电流≤ 50 mA；阀门开 / 关电机阀输入电流≤ 30 mA

工作环境 水温度：0.1℃ ~+45℃ 湿度：0~95%RH

存储温度 -25℃ ~+65℃

最大允许通水压力 1 MPa

最大压力损失 0.063 Mpa

阀门类型 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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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远传 IC 卡费控水表

  特点

l    LCS 系列 IC 卡智能水表（饮用水）具有预收水费功能，用户将水费交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将购水量写入 IC

卡中，用户将 IC 卡中信息输入水表，水表即自动开阀供水，在用户用水过程中，水表中微电脑自动核减用水量，

所购水量用尽时，水表自动关阀断水，用户需重新购水方能再次开阀供水。

l    IC 卡还能记录表的运行情况，通过管理机或管理软件对水表总用水量、总购水量、开关阀状态等信息进行管理。

智能水表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有效防止欠费，避免上门抄表，实现节约用水。

l    LCS系列IC卡智能水表（饮用水），符合GB/T778-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和 CJ/T133-2007《IC 卡冷水水表》的技术要求。

  功能

l 预付费功能：用户先买水后使用，欠费关阀停水。

l 一卡通功能：一张卡实现电表、气表及水表的控制。

l 显示同步功能：液晶显示和机械部分显示同步，即使电路有故障液晶不能显示，也可参照机械显示。

l 提示报警功能：电池欠压、可用水量不足、强磁干扰及其他故障信息，在液晶上会提示报警。

l 数据上传功能：用户每次买水，会把相关信息带回管理系统，让管理方了解用户的使水情况及表的状态。

l 阀门自维护功能：阀门定时旋转，及时清掉阀门水垢，保证阀门的灵活性。

l 防囤水功能：通过软件可灵活设置充值下限，防止用户囤水。

l 防滴水功能：配合防滴水基表，实现防滴水功能。

l 黑名单查询：长时间不来买水用户可列入黑名单，督察用户用水情况。

l   更换电池方便：水表底侧有专门设计更换电池的盖子，更换电池特别方便，批量换电池不再是管水部门的难题。

l “泡水”功能： 产品在工艺上采用了整体密封防水工艺，因此可工作在潮湿环境或短期泡水的情况下。

l 集中刷卡功能：根据用户的要求，可实现多表集中刷卡，管理方便。

  概述

LCS 系列 IC 卡智能水表（饮用水）是我公司最新开发的高

科技机电一体化智能水表， 以先进的微电脑控制技术为核心、

IC 卡技术为信息传递媒介而构成的高智能化仪表。

  应用

l 酒店预付费用水管理

l 园区预付费用水管理

l 学校宿舍用水管理

l 城市综合体、物流园区预付费管理控制

  产品指标

公称口径 DN 25 20 25
电源

供电方式 内置高能锂电池

流量特性
（m3/h）

最小流量 Q1 0.0313 0.05 0.0788 工作寿命 ≥ 6 年

分界流量 Q2 0.05 0.08 0.126
温度
范围

冷水水表 0.1℃ ~30℃

常用流量 Q3 2.5 4 6.3 热水水表 0.1℃ ~90℃

过载流量 Q4 3.125 5 7.875 计算器显示位数 6 位

工作压力 1.0MPa（最大） 工作环境温度 -25℃～ +55℃

压力损失 ≤ 25kPa（常用流量） 安装方式 水平、立式

流量计形式 旋翼式铜流量计 安装形式 螺纹联接

计量准确度 2 级
Q1 ≤ Q ＜ Q2：±5%

Q2 ≤ Q ≤ Q4：±2%，热水水表为 ±3％

  外形尺寸与安装

口径 L1 L2 L3 H W D 重量

15 165 255 14 89 78 R1/2 1.2

20 195 295 16 89 84 R3/4 1.5

25 225 341 18 113 105 R1 2.4

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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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示意图 安装示意图

  特点

l 符合《CJT 3063-1997》设计标准

l 存储最近 24 个月的数据，并能查询；数据掉电不丢失

l 具有软件加密功能，防止仪表有效数据被更改

l 自诊断功能，超声信号强度检测

l 低始动流量，高准确度

l 采用超声测流技术，不受磁场干扰

  功能

l 瞬时，累计流量计量显示

l 日期，运行时间记录及显示

l 电源状态自动监测

l 信号自诊断功能

l 故障状态记录、显示

l 加密保护参数和数据

  概述

LCGD 智能管道流量计是针对我国水质自主开发、设计的一款新

型计量产品，管径从 DN20~DN600。其采用超声波测流技术，

外形美观、精度高、压损低、可靠性高、数据采集多样化，优越

的性能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应用

l 园区能耗管理

l 能耗监测系统

l 楼宇用水管理

  产品指标
>> 整体性能

项目 技术指标
声路结构 单声路 双声路 四声路 六声路 八声路

内径 DN15-80 DN100-125 DN150-250 DN300-400 DN450-600
准确度等级 2 级

工作压力范围 0-1.6Mpa
工作环境温度 -20~55℃，超出此范围需要向厂家说明具体要求

换能器
压力范围 0-1.6Mpa
温度范围 0-50℃

被测液体 水密度均匀，充满管道
零点值 <=4mm/s

积分仪
按键
显示
单位
存储

电源 电池供电 3.6V

磁控性按键

显示 8 位数字、法制单位、特殊标示符

m3/h、L、m3、h

可记录历史数据、电源欠压数据、流量故障数据、工作时间、日期、校准系数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形式 DN15-40 为管螺纹连接；DN50-600 为法兰连接

智能超声波流量计 >> 测量范围

公称内径 始动流量 m3/h 最小流量 m3/h 分界流量 m3/h 最大流量 m3/h

DN15 0.0025 0.015 0.19 3

DN20 0.002 0.025 0.33 5

DN25 0.0058 0.035 0.52 7

DN32 0.007 0.12 0.86 12

DN40 0.011 0.2 1.35 20

DN50 0.036 0.6 2.11 75

DN65 0.060 1 3.58 120

DN80 0.096 1.25 5.42 170

DN100 0.144 1.28 8.47 240

DN125 0.240 2 13.24 330

DN150 0.360 3.125 19.07 400

DN200 0.600 5 33.91 560

DN250 0.960 8 52.98 700

DN300 1.440 12.6 73.6 800

DN350 1.920 20 103.85 840

DN400 2.400 25 135.64 1300

DN450 2.800 32 171.67 1600

DN500 3.500 40 211.95 1900

DN600 5.000 62.5 305.2 2700

  尺寸

标称直径 DN 长度 L 整机整体高度 H
管螺纹连接

接口尺寸 接管尺寸
表螺纹 M 螺纹长度 L 接管长度 L1 接管螺纹 M 螺纹长度 L

15 165 230 G3/4B 12 58 R1 18

25 225 240 G1 1/4B 12 58 R1 18

注：15~25 尺寸及安装方式

标称直径 DN 长度 L 整机整体高度 H
法兰连接

法兰外径 D 连接螺栓 螺栓孔中心直径 K
50 200 281 165 4-M16 125

65 200 292 185 4-M16 145

80 225 230 200 8-M16 160

100 250 370 220 8-M16 180

125 275 353 250 8-M16 210

150 300 350 285 8-M20 240

200 350 463 340 12-M20 295

250 450 540 405 12-M24 355

300 500 598 460 12-M24 410

350 550 653 520 16-M27 470

400 600 703 580 16-M27 525

600 600 960 840 20-M33 770

注：“50~600 尺寸及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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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l 应用领域广泛

l 高精度

l 超小型设计、安装方便快捷

l 显示直观、易学易用

l 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l 低功耗设计，内置 CPU、存贮芯片和通讯模块。

l LCSD-50 ～ 300 为可拆卸螺翼式水表。方便维修。

  产品指标
公称口径 mm 准确度等级 常用流量 Q3 最小读数 最大读数

15

Q3/Q1=80 ﹑ 63 ﹑ 50 准确度等级：2 级

2.5 0.0001 9999

20 4 0.0001 9999

25 6.3 0.0001 9999

32 10 0.0001 9999

40 16 0.0001 9999

50

Q3/Q1=125 ﹑ 100 ﹑ 80 ﹑ 63 ﹑ 50 准确度
等级：2 级

25 0.001 999999

65 40 0.001 999999

80 63 0.001 999999

100 100 0.001 999999

125 160 0.01 999999

150 250 0.01 999999

200 400 0.01 999999

250 630 0.01 999999

300 1000 0.01 999999

l 最大允许误差：Q1 ≤ Q ＜ Q2：±5%；Q2 ≤ Q ≤ Q4：±2%（热水表 ±2.5%）

l 压力等级：1.0 MPa；

l 压力损失：≤ 0.063Mpa； 

l 上游流场敏感度等级：U10；

l 下游流场敏感度等级：D5；

  概述

光电直读水表采用了光电直读技术读取字轮数据，与传统脉冲

表相比，它可将读数误差降低至零，是自动抄表系统中机电转

换零误差的电子远传水表。

  应用

l 能耗监测系统

l 用水管理

l 住宅、楼宇等供水系统

智能水表 l 气候和机械环境等级：B 级；

l 电磁环境等级：E1 级；

l 不可测反向流。

  尺寸与安装
公称口径 mm 长 L mm 宽 B mm 高 H mm 连接螺纹

15 165 98 104 G1/4B

20 190 98 106 G1B

25 230 103 112 G1’1/4B

32 230 104 117 G1’1/2B

40 245 124 147 G2B

公称 口径
 mm

长 L 宽 B 高 H 连接法兰
重 量 
KGmm 外 径 D

螺栓孔 中心直径
 D1

连接螺 栓数量、
 规格

50 200 175 250 165 125 4*M16 12

65 200 185 255 185 145 4*M16 13

80 225 200 265 200 160 8*M16 15

100 250 220 275 220 180 8*M16 19

125 250 245 285 245 210 8*M16 22

150 300 285 375 285 240 8*M20 47

200 350 345 400 340 295 8*M20 48

250 450 395 484 395 350 12*M20 110

300 450 445 506 445 400 12*M20 115

法兰连接按 GB4216.4-84《10 巴灰铸铁管法兰尺寸》

LCSD-15 ～ 40E 安装图

LCSD-50 ～ 300 安装图

线颜色类型 红线 黑线 黄线 蓝线

485/ 总线 电源正 电源负 485+ 485-

M-BUS 总线 不分极性 不分极性

  典型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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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l 符合 CJ128-2007、GB/T32224-2015 设计标准；

l 可冷／热计量，满足 2、3 级计量精度；

l 采用超声测流技术，不受磁场干扰，无机械转动部件，无磨损，可靠性高，维护量小；

l 采用直管式结构，压损小，不堵塞，适合我国供暖水质； 

l 低始动流量，高准确度；

l 低功耗设计，电池寿命 10 年以上；

l 进口原材料选用，保证了产品计量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l 存储最近 24 个月的数据，并能查询；数据掉电不丢失；

l （温度、流量、电池）自诊断功能，防止失热损失；

l 表头可水平放置、垂直放置，方便读数和抄表；

l 全新防护技术，防护等级 IP65；

l 具有光电、RS485 接口、M-BUS 接口，方便功能扩展和组网抄表；

l 可水平、垂直方向安装，进／回水管道任选（建议回水管安装），方便施工。

  技术参数

公称口径 DN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流
量
特
性 

(m3/h)

常用流量 15 25 40 60 100 150 250 400 600 800 1000

最小流量 0.6 0.5 0.8 1.2 2 3 5 8 12 16 20

最大流量 30 50 80 120 200 300 500 800 1200 1600 2000

始动流量 0.4 0.65 1.1 1.64 3 3.60 7.00 11.30 16.90 19.20 24.00

量程比 25:1 50：1 50：1 50:1 50：1 50:1 50:1 50:1 50:1 50:1 50:1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1.6MPa（2.5MPa 需要定制）

压力损失（常用流量） ≤ 5kPa ≤ 8kPa ≤ 2kPa

流量计形式 超声波

  概述

LCR-U 冷热能表是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我国采暖系统和

水质自主开发、设计的一款新型计量产品，该产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其结构紧凑、外型美观、准确度高、性能优越，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采用超声波测流技术，不仅完全消除了管道内杂质对表的影响，

而且全电子测量避免了机械磨损，极大拓宽了其适用范围，保证长期

使用计量准确，具有使用寿命长、准确度高等特点。

  应用

l 单元住宅、楼宇、区域供热站、

l 中央空调等集中供热 / 制冷系统。

l 能耗监测系统

智能冷、热量表
温度
特性

温度测量 PT1000

温度范围 （4-95）℃，（高温（4 ～ 150）℃需要定制）

温差范围 （2-90）K，（高温（2 ～ 130）K 需要定制）

温度分辨率 0.01℃

显示位数 8 位

电源

供电方式 内置高能锂电池

电池工作电压下限 3.3V

工作寿命 ≥ 9 年；DN300-400 无外置电源时，为 8 年

工作
温度

工作环境 -25℃～ +55 ℃

储存及运输 B 类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位置 供、回水管可选，水温 <100℃（标配回水）

安装形式 法兰连接

  安装尺寸
>> 安装尺寸（不锈钢管道）

 单位：mm

公称口径 DN 长度 L 整机整体高度 H
连接法兰

法兰外径 D 连接螺栓 法兰连接孔中心直径 D2
50 200 281（250） 165 4-M16 99

65 200 293（262） 185 4-M16 118

80 225 316（285） 200 8-M16 132

100 250 331（300） 220 8-M16 156

125 275 354（323） 250 8-M16 184

150 300 379（348） 285 8-M20 211

200 350 457（426） 340 12-M20 266

  注：“（）中表示积分仪为不锈钢时的整机高度；默认为铝塑材质计分仪”

>>  安装尺寸（碳钢管道）
   单位：mm

公称口径 DN 长度 L 整机整体高度 H 连接法兰
法兰外径 D 连接螺栓 法兰连接孔中心直径 D2

100 250 358（327） 220 8-M16 156

125 275 386（355） 250 8-M16 184

150 300 416（385） 285 8-M20 211

200 350 467（436） 340 12-M20 266

250 450 543（510） 405 12-M24 319

300 500 588（557） 460 12-M24 370

350 550 654（623） 520 16-M27 418

400 600 704（673） 580 16-M27 480

  注：“（）中表示积分仪为不锈钢时的整机高度；默认为铝塑材质计分仪”

安装示意图尺寸示意图

说明：本系列产品分热量表和冷热量表两种类型，如果需要冷热通用型表，下单时需特别注明“冷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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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l 具有同时本地通讯和远程通讯功能

l 灵活的报警联动功能

l 最多支持 8 路 RS485 通讯接口

l 实时时钟，用于记录运行时间和对过程进行时间控制

l 开关量的输入 / 输出处理

l 可选配门磁、红外、温湿度、烟雾传感器等

LTCJ-PM2/3

  概述

LTCJ-PM 系列通讯管理机是我公司针对变电站监控而推出的具有

处理速度快，EMC 指标高，耐强电磁干扰的通讯采集类产品。具有

数据采集、报警判断、数据上传，根据需要，还可配置遥信及遥控功

能模块。

  功能

l  应用领域广，不受环境限制

l  体积小，应用方便

l  功能强大，扩展功能多

l  标准协议和接口

LTCJ-PM1 

  产品指标和选型

名称 LTCJ-PM1 LTCJ-PM2 LTCJ-PM3

电源 AC 85V ～ 265V AC 85V ～ 265V AC 85V ～ 265V

遥信（DI） 无 无 120 路无源输入

遥控（DO） 无 无
支持扩展继电器输出接口，本身带

8 路 DO

自动报警判断 无 支持 支持

RS485
 8 路 Modbus RTU Master/

slave 协议
300 － 38400bps  可选

1~8 路 Modbus RTU Master/
slave 协议

300 － 38400bps  可选

隔离，1~4 路可选 Modbus RTU 
Master/slave 协议
300 － 115200bps

以太网 RJ45 透明网关 1 路 Modbus TCP 协议 1 路 Modbus TCP 协议

看门狗、实时日历时钟 无 日历时钟掉电时间保存 3 个月 通常为 20 天

尺寸规格（mm） 448(L)*241(W)*44.5(H) 200(L)*90(W)*75.5(H) 90(L)*100(W)*75(H)

采集、接入设备 LTCJ-PM 系列通讯管理机 名称 LTCJ-PM1 LTCJ-PM2 LTCJ-PM3

工作温度 -40℃～ +70℃ -40℃～ +70℃ 0℃～ +60℃

存储温度 -40℃～ +85℃ -55℃～ +85℃ -40℃～ +70℃

相对湿度 5% ～ 95% 无凝露 5% ～ 95% 无凝露 5% ～ 95% 无凝露

  采集机柜安装示意图

表 3 带显示的集成机柜                                                       不带显示器的集成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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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器

智能抄表终端

  产品选型

名称 LT9901 LT9902

电源 AC 85V ～ 265V AC 85V ～ 265V 或 DC 24V

数字量输入（DI） 无 8 路输入

数字量输出（DO） 无 机械隔离 8 路继电器输出 5A/30VDC,5A250VAC

接口
1 路上行 RS485，2 路下行 MBUS，

可选 DL/T645-1997、DL/T645-2007
和 Modbus 协议，4800 － 19200bps  可选

1 路上行 RJ45 通讯，1 路上行 232，
1 路下行 RS485，下行支持 DL/T645-2007
和 Modbus 协议，上行支持 MODBUS 协议

尺寸规格（mm） 160（L）*112（W）*59（H） 93（L）*95（W）*82（H）

工作温度 -10 ～ +60℃ 0℃～ +60℃

存储温度 -20 ～ +75℃ -40℃～ +70℃

相对湿度 5% ～ 80% 无凝露 5% ～ 95% 无凝露

  概述

数据采集器（或集中器）具有定时抄表、存储、转发的功能。在预付费控

制的场合，采集器具有阀门控制和断路器控制的功能，可以弥补水表、

电表因负载过大，表计本身所带控制装置不容易切断负荷的缺陷。支持

RS485，MBUS 接 口， 支 持 MODBUS、CJ/T188-2004，DL/T645-

2007 等多种表计规约。上行接口支持 RJ45、RS485，MODBUS 规约。

  应用

l 酒店预付费用能管理

l 园区预付费用能管理

l 学校宿舍用能管理

  特点

l 应用领域广，不受环境限制

l 体积小，应用方便

l 功能强大，扩展功能多

l 标准协议和接口

  功能

l 具有同时本地通讯和远程通讯功能

l 灵活的报警联动功能

l 最多支持 RS485、MBUS 通讯接口

l 实时时钟，用于记录运行时间和对过程进行时间控制

l 开关量输入 / 输出处理，用于检测被控装置状态和控制输出。

l 可选配门磁、红外、温湿度、烟雾传感器等

能耗数据采集器

 特点

l 高速的 32 位 ARM9 处理器，最高支持 456MHZ；

l 128M RAM，128M NandFlash；

l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l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l 支持静态 IP 获取；

l 一个独立的上行 RS232 电平；

l 一个独立的配置调试串口，RS232 电平；

l 4 个 RS-485 工作串口，15KV ESD 保护；

l 高精度 RTC；

l 支持大容量存储介质（MicroSD）；

l 内置硬件看门狗；

l 电压 9V--24V 直流供电 , 出厂自带 12V 1.25A 电源适配器；

l 坚固的金属外壳；

l 专为工业环境设计，提供轨道附件（DIN rail）。

 功能

l    支持 ModBus-RTU 协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 DL/T 645-1997/2007 协议、用户计量仪表数据传输协议

CJ/T 188-2004，且可独立配置；

l 配套可视化的配置管理软件 , 网页远程配置功能；

l 支持数据计算：采集完成直接将数据进行换算；

l 支持同时与 4 个服务器间的通信； 

l 内置多种模块 ( 类型 ) 默认模板

l 类型模板：DLT645-1997、DLT645-2007、CJT188、Modbus

l 可直接进行设备批量添加 , 进行数据采集；

 概述

LCDAUE-800D 多功能嵌入式数据集抄器是专门针对数据集

中采集抄表、能耗分析需求而设计的一款智能化数据采集器；

兼容住建部大型公建能耗计量导则，用于对分散计量监测点的

数据采集和能耗数据上传住建部门平台。支持大容量存储介质，

支持历史存储、远程传输，并具备一定的远程控制、数据分析

处理、故障定位功能。

 应用

满足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节约型高校节能监管

体系建设的市场需求，并适用于其他数据集抄场合，是一款水、

电、气、冷、热量一体化能耗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参数采集器。

多功能嵌入式集抄器 LCDAUE-8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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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远程控制；

l 自动恢复网络连接，建立可靠的 TCP 连接；

l RS485 串口波特率可设置；1200~115200bps 可设定；

l 支持自定义公式计算：支持自定义协议中用户自定义公式，用于进行数据计算；

l 支持巡检采集，定时采集，整点采集的采集模式，采集周期可灵活配置；

l    支持断点续传功能，由于传输网络故障等因素未能及时将采集的数据定时远传，待传输网络恢复正常后数据集

抄器可将采集的历史数据实现断点续传；

l 支持对数据采集系统故障的定位和诊断，并支持向数据中心上报故障信息的功能；

l 支持数据透明转发；

l 支持采集器软件升级；

l 支持远程复位功能；

l 支持远程恢复出厂设置；

l    支持双通讯协议标准，除符合《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导则外，还具有集抄器

自带通讯协议，适用于其他场合的数据集抄。

 产品指标

性能 参数

功能

协议
支持 ModBus-RTU 协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 DL/T 645-1997/2007 协议、
用户计量仪表数据传输协议 CJ/T 188-2004，且可独立配置

同时上传
服务器数量

4 个

采集方式 支持巡检采集，定时采集，整点采集的采集模式，采集周期可灵活配置

上传方式
支持断点续传功能，由于传输网络故障等因素未能及时将采集的数据定时远传，
待传输网络恢复正常后数据集抄器可将采集的历史数据实现断点续传

硬件

以太网接口 10/100Mbps 以太网、RJ45 接口，2KV 电磁隔离；支持静态 IP 获取；支持多种网络协议

工作串口

一个独立的上行 RS232 电平；
一个独立的配置调试串口，RS232 电平；
4 个 RS-485 工作串口，15KV ESD 保护；
RS-485/ 上行 232/ 调试工作串口的波特率 1200~115200bps 可设置；
RS-485/ 上行 232/ 调试工作串口的校验为 无，奇、偶可设定；
RS-485/ 上行 232/ 调试工作串口的数据位 6、7、8 可设定

存储介质 支持大容量存储介质（MicroSD），最大支持 4G

电气参数

电源 9V-24V 直流供电 , 出厂自带 12V 1A 电源适配器

功耗 < 2W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30~60℃；
存储温度：-40~70℃；
相对湿度≤ 80% 不结露，86~106kPa，无腐蚀气体场所

安装方式：导轨式安装（左右都有），如图所示 :机械尺寸：

 尺寸与安装

 概述

LT-PMJ36 电力监控软件，主要用于对高低压配电室，主要二级配电柜进行实时监控、报警与电能质量分析。

 特点

l 画面简单清晰，易用

l 监控数据全面准确

l 多种分析工具，准确诊断用电情况

l 组态软件开发，扩展能力强，升级方便

l 可靠性强，运行稳定

 功能

l 实时监测高低压各回路的多种用电参数，开关状态和运行参数等

l 远程控制监测功能，全遥测数据

l 电能质量分析：31 次谐波畸变率、基波、总畸变率；及各谐波参数平均值、最大值参数的数据

l 电能管理功能：系统提供了电能消耗统计和管理功能，按日期统计与记录，波峰平谷统计与记录

l 对高低压配电室的环境参数进行监控，包括温湿度、水浸、门禁、烟感等。

l 事件报警和记录，当出现开关事故变位、遥测越限、保护动作和其它报警信号时，记录并迅速报警

l 报表管理功能：对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分类查询并对数据进行打印输出

 软件参考图片

系统软件 LT-PMJ36 电力监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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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LT-MRS10 是针对租住建筑的商户、用户能源消耗进行自动抄表的管理系统。可以定时、实时抄收表计读数，并

对能源消耗进行统计计费。如果使用预付费管理的手段，系统还可以进行预付费管理。同时，系统实时发布用户的

能源使用状况，提高建筑管理者的服务水平，改善用户的租住体验。

 功能

l 定时、实时抄收用户的水耗、电耗、热量等能源数据

l 收费管理、异常用能报警、欠费报警等

l 缴费信息、用能信息发布

l 用户信息管理

l 支付宝、微信等缴费功能

l 支持手机 APP、IPAD 等多终端显示

 产品指标

l 计量准确，精度高

l 系统可靠性强，采用分布式数据存储，数据不易丢失

l 数据保存时间长

l 使用方便

l 数据可复用，为用户提供数据 API 接口或其他 API 接口。

 LT-MRS10 软件界面

LT-MRS10 集中抄表软件

 概述

LT-BEMS40 能源管理系统，为建筑的水、电、热、气等能源使用提供计算机管理分析的工具。24 小时实时监控被监

测能源的消耗情况，提供同比、环比、标杆比对、平衡分析、定额管理、用能异常等管理分析手段。是建筑开展精细化

管理、能效管理与节能减排的主要智能化工具之一。

 特点

l 分层式系统结构，便于维护和扩展。

l 支持多种通信规约的接入，易于其他系统或设备的接入。

l 系统运行状况实时监测，动态地掌握能耗状况。

l 建筑物总能耗及分项能耗数据采集分析与管理，数据可直接导出。

l   能耗监测与能效管理结合，对节能改造措施进行合理评估，实际运行效果可从实际数据中得到客观的反映与评价。

 功能

l 电能质量分析：具备对供电质量进行分析的功能。

l 分类能耗分析：对建筑的水、电、热、气等能耗进行分类采集和分析。

l 分项能耗分析：对建筑的照明插座、动力、空调、特殊用电等进行分项分析。

l 对比分析：不同楼宇、不同设备、计量点之间的对比分析

l 平衡分析：楼宇的电能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平衡对比。

l 环比、同比分析：同一设备、同一计量点之间不同时段的对比分析。

l 定额管理：对设备、部门设定能耗定额指标，超过指标进行报警。

l 控制输出：系统提供对空调、照明及主要用电设备的控制管理。

l 计算功能：系统对不同计量点数据进行算术运算，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如部门统计分析、楼层统计分析等。

l 报表输出：支持多种报表的输出功能。

l    开放接口：支持开放式 API 接口，其他系统可根据接口协议，上传数据至本平台，也可以通过共享接口读取本系

统中的电能数据。支持住建部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数据上传导则。

l 多终端支持：支持 PC、PAD、手机 APP 等终端显示。

 软件参考图片

LT-BEMS40 能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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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下以某大型企业的电力系统图为例，来介绍系统的选型。

 中压系统监控

l  本方案适用于中压系统的标准型解决方案，采用山东力创的 EX8610 系列综合电力监控仪表实现控制、显示、

报警、通讯和接收现场保护设备动作信号等功能：

l  进出线、母联回路和变压器回路的速断、过流、接地等现场保护器动作信号的采集功能；同时实现全面的测量

功能，包括相电压、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

三相视在功率、三相功率因数、频率谐波含量、电能、母排温度等

 低压系统监控 

l 本方案适用于低压系统的三相回路解决方案，采用山东力创的 EX8-33 系列多功能表实现：  

l  进线和母联回路：实现三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谐波畸变率、母排温度等监测功能，

实现断路器分合闸状态、故障信号和断路器分合闸控制等功能；

l  出线回路：实现三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等，故障信号的监测功能。 

实现断路器分合闸状态检测、电参数上下限报警功能。

典型案例

开关柜编号 AH401 AH402 AH403 AH404 AH405 AH406 AH407 AH408 AH409 AH410 AH411 AH412

母线

10KV
一次系统
接线图

回路名称 1# 进线隔离柜 1# 进线柜 1# 计量柜
变压器出线柜

(1T)
馈出线柜
（1#）

母联柜 母联隔离柜
馈出线柜
（2#）

变压器出线柜
(2T）

2# 计量柜 2# 进线柜 2# 进线隔离柜

测量监控
装置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综合电力监控仪

报警监测
功能

过流、过压、跳
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过流、过压、
跳闸监测报警

遥信遥控
功能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开关状态监测
远程分合闸

测量功能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全电量参数测量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全电量参数测量
零序电流

电能质量
监测功能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谐波畸变率、
2-31 次谐波分
量、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

事件记录和
需量统计

九条最新电参数
越限记录和重要
参数最大最小值

就发生时间

九条最新电参数
越限记录和重要
参数最大最小值

就发生时间

九条最新电参数
越限记录和重要
参数最大最小值

就发生时间

10KV 一段 10KV 一段

 系统示意图

 主要设备清单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610 250V/5A 台 9

开关量输入模块 LTAKI8-1 块 9

综合电力监控仪 EX8-33-V 250V/5A 台 208

通讯管理机 LTCJ-PM1 台 4

监控机柜 LTCJ-G01 套 1 交换机 +UPS+ 蓄电池 + 机柜 + 集成

SCADA 系统 LTCJ-SCA（256 点） 套 1

电力监控软件 LT-PMJ36 套 1

电力监控主机 ThinkStation 台 1 含显示器、键盘、鼠标等

一次方案
接线图

开关柜编号 1AA1 1AA2 1AA3 1AA4 1AA5 2AA4 2AA3 2AA2 2AA1

回路编号 W1
W1
-01

W1
-02

W1
-03

W1
-04

W1
-05

W1
-06

W1
-07

W1
-08

W1
-09

W1
-10

W1
-11

W1
-12

W0
W2
-18

W2
-17

W2
-16

W2
-15

W2
-12

W2
-11

W2
-10

W2
-09

W2
-08

W2
-07

W2
-08

W2
-07

W1

用途
低压

进线 1
无功
补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联络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出线
无功
补偿

低压
进线 1

额定电流
（A）

2000A 400A 400A 400A 400A 100A 100A 250A 250A 200A 200A 300A 150A 400A 400A 200A 200A 250A 250A 200A 200A 300A 150A 300A 150A 2000A

电流互感器 2000/5 400/5400/5400/5400/5100/5100/5250/5250/5200/5200/5300/5150/5 400/5400/5200/5200/5250/5250/5200/5200/5300/5150/5300/5150/5 2000/5

辅助触点
OF/SDE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电力监控
设备

EX8610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
33-v

EX8610

备注

低压配电室 中压配电室

监控主机

电源线

打印机

以太网

EX8-33-V EX8610EX8-33-V EX8610EX8-33-V EX8610

EX8-33-V EX8-33-V EX8-33-V EX8610 EX8610 EX8610

以太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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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鸟巢          

国家会议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首都国际机场 上海同济大学河南省省政府

辽宁大剧院 本溪体育馆 山东建筑大学

东南大学逸夫楼

TYPICAL PERFORMANCE
典型业绩

●本溪市

本溪平山区市政府

本溪移动公司

本溪建设大厦

本溪本钢总医院

本溪广电大厦

本溪体育馆

本溪一中

本溪客运站

奥运鸟巢新闻监控中心智能配电与电能监控系统

首都机场 2#、3# 航站楼智能配电与电能监控系统 

国防大学能源管理系统

北京天坛医院能源管理系统

北京税务大厦

南京邮电大厦节约型校园

东南大学节约型校园

太原理工大学节约型校园

研华 BEMS 楼宇能源管理系统

●沈阳市

辽宁大剧院

商贸饭店

沈阳新华大厦

中兴大厦

沈阳市商业城

沈阳市工程学院图书馆

沈阳医大一院

辽宁大厦

沈阳市第一城

●锦州市

锦州市人民政府

辽宁工业大学教学楼

锦州市渤海大学图书馆

锦州市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锦州小商品批发市场

（古玩城，小商品批发市场）

锦州市大商新玛特超市

锦州小商品批发市场（服装城）

● 营口市

营口市红运大酒店

营口市总工会

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政府

营口市工业大厦

营口市档案馆

营口市西区政府大楼

● 抚顺市

抚顺市政府

抚顺天宝宾馆

抚顺二中

抚顺二中南校区

抚顺市财政局

其它省市能耗监控系统

辽宁省大型公建 50 栋建筑明细

中北大学节约型校园

上海同济大学节约型校园

浙江金华文化中心能源管理系统

暨南大学节约型校园

中国行政学院节约型校园

深圳世纪广场智能配电与能源管理系统

盐城师范大学节约型校园 

内蒙古农业大学节约型校园

北京建工集团建设发展大厦能源管理系统



总部地址：山东莱芜高新区凤凰路 009 号（271100）
全国客服电话：400-033-4456　0634-6251390
传真：0634-6251399    网址：www.sdlckj.com
E-mail：market@sdlckj.com
诚招代理电话：18606341251

SHANDONG LETR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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